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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工程名称 

大庆石化公司化工区储罐 VOCs 治理项目 

1.2 建设单位及地点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 

建设地点：大庆石化公司化工区化工一厂输转车间常压罐区（二） 

1.3 工程相关单位定义如下 

最终用户：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 

设计方：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计院 

供应商（卖方）：提供所有的设备供货和相关技术服务厂商 

2  卖方的义务责任 

2.1本订货数据文件仅用于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一厂输转车间常压罐区

VOCs 治理项目新上油气回收装置用。它仅包括油气处理系统，详见下表： 

表 2-1 油气回收装置处理规模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模 备注 

1 油气处理系统 套 1 100m3/h 油气回收装置 

 

2.2 本询价书所给的工艺数据表、图纸等文件和列出的标准、规范、规定是对

卖方设计、制造、检验、试验、验收、交付、安装指导和售后服务的最低要求。 

2.3 卖方应按照数据表、设计条件和签署的技术协议进行设计，参加报价的供

应商应对其所报价的设备的工艺性能及机械、材料性能负完全责任。 

2.4 卖方在未收到买方带有确认意见的返回图纸及文件前，不得进行制造。 

2.5 卖方技术文件中的计量单位制应采用SI 单位制，温度采用摄氏度，设计图

纸文字采用中英文对照，计算书等其它文件采用中文。制图采用AUTOCAD，表格

文件采用EXCEL编制，文本文件采用WORD 编制。 

2.6 在产品制造前，卖方的全部技术偏差应得到买方的书面认可。本订货数据

文件所规定的内容是招标的基础，卖方（供货商）对上述内容的任何改变和偏离，

应在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中得到买方（大庆石化）的认可。如买方同意，则应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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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并纳入合同。 

2.7 本订货数据文件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卖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

严格标准执行。 

2.8 卖方对其所选外购配套零部件承担本订货数据文件及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

责任。 

2.9 买方及设计方对卖方提供资料的确认并不能解除卖方对合同所有条款应负

的责任。 

2.10 卖方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5日内返回设备订货资料提供给设计方，并组织

条件确认会。 

2.11 本订货数据文件为订货合同的附件，合同签订后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效

力。 

3 设计基础及标准规范 

3.1 设计基础 

3.1.1 在设计、制造以及卖方提交的工程文件中应用 SI 单位，见下表。 

表 3.1  SI 单位名称表 

长度 m、mm  

面积 m2、mm2  

体积（包括容积） m3 

速度 m/s  

机械转速 rpm  

质量 kg  

压力 MPa（a）、kPa（g） (a: 绝压；g: 表压) 

动力粘度 Pa.s cP或mPa.s（1cP=1mPa.s） 

运动粘度 m2/s或cm2/s或st（1cm2/s=1st） 

质量流量 kg/h、kg/s 、t/h  

成分、纯度 %、wt ppm、mol%、mol、ppm  

摩尔流量 kmol/h  

体积流量 Nm3/h(气体0℃，760mm汞柱)、m3/h(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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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SI 单位名称表 

密度（气体、液体） kg/m3  

标准密度 kg/Nm3  

设备尺寸和管道长度 m或mm 

管口和法兰尺寸 DN 

管径 DN 

管壁厚度 mm 

管壳尺寸 DN  

污垢热阻 m2℃／W、m2℃／kW  

导热系数 W/ m ℃、kW/m℃  

焓、燃料发热量 kJ/kg、kJ/Nm3  

频率 Hz  

电压 V、kV  

电流 A、mA  

噪音 dB(A)  

3.1.2 气象条件 

装置所在地自然、气象条件如下。 

1）气温（℃） 

年平均气温（近30年）                            4.4 

极端最低气温                                   -39.3 

极端最高气温                                    38.3  

最冷月月平均气温的10年平均值                   -17.8 

最热月月平均气温的10年平均值                    23.3 

近10年来最冷月日最低气温月平均值的10年平均值   -21.3 

近10年来最冷月日最低气温月平均值的最低值       -26.3 

最热年最热月最高气温月平均值                    28.0 

地面下800mm深度处的土壤最热月平均气温          18.2 

地面下800mm深度处的土壤最冷月平均气温          -4.0 

最高年平均温度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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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年平均温度                                   2.7 

冬季采暖/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26.0/-20.0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27.0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                            31.1 

冬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钢结构冬季计算温度） -29.0/-33.7 

2）湿度（%）（近10年） 

年平均相对湿度                                  64.6 

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                               84 

月平均最小相对湿度                               44 

近10年来的逐月平均相对最大湿度                   76 

3）气压（kPa）（近10年） 

月平均最大气压                                100.92 

月平均最小气压                                 98.41 

绝对最大气压                                  102.61 

绝对最小气压                                   96.75 

夏季平均气压                                   98.77 

冬季平均气压                                  100.03 

4）降雨量（mm）（近30年） 

年平均降雨量                                   427.1 

月最大降雨量                                   260.9 

日最大降雨量                                   115.2 

小时最大降雨量                                  79.0 

十分钟最大降雨量                                28.0 

最大年降雨总量                                 605.5 

一次暴雨持续时间（h）                            5.5 

最大降雨量（mm）                              103.2 

5）雪荷载（近30年） 

基本雪压（kN/m2）                                0.3 

最大积雪厚度（mm）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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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速、风压（重现期30年,距地面10m高处） 

瞬时最大风速（m/s）                              30.8 

时距10分钟平均最大风速（m/s）                   29.66 

时距10分钟基本风压（kN/m2）                  0.55kN/m2 

7）主导风向 

全年                                            西北 

冬季                                            西北 

夏季                                              南 

8）雷电（近30年） 

年平均雷电日数                                  22.7 

年最大雷电日数                                  43.0 

9）日照（近30年） 

年平均日照时数                                2733.2 

年最大日照时数                                3073.7 

10）最大冻土深度（mm）                      2090 

11）区域的地震基本烈度                         6度 

3.2 设计条件 

3.2.1 建设地点 

设计常压罐区油气回收装置（甲类）布置在化工一厂输转车间的东部，常压罐

区（二）的东侧，西南侧为湿溶剂罐；西北侧为干溶剂罐；北侧为常压罐区（一）；

东南两侧为消防道路。 

3.2.2 公用工程 

本装置所需公用工程规格见表 3.2。 

表 3.2  公用工程规格表 

序号 名  称 单  位 数  值 

1 低压蒸汽 

1.1 总管压头 MPaG 1.0 

1.2 温度 ℃ 175 

1.3 设计压力 MPa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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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公用工程规格表 

序号 名  称 单  位 数  值 

1.4 设计温度 ℃ 205 

2 仪表空气 

2.1 界区压力 MPaG 0.6 

2.2 温度 ℃ 环境温度 

2.3 设计压力 MPaG 1.0 

2.4 设计温度 ℃ 65 

2.5 含油量 ppm ＜8 

2.6 含尘量 mg/m3 ＜1(d＜3μm) 

2.7 露点温度 ℃ -40 max 

3 氮气 

3.1 界区压力（入口） MPaG 0.6 

3.2 温度 ℃ 环境温度 

3.3 设计压力 MPaG 0.7 

3.4 设计温度 ℃ 环境温度 

4 伴热热水 

4.1 界区压力（入口） MPaG 0.6 

4.2 温度 ℃ 95 

4.3 设计压力 MPaG 0.7 

4.4 设计温度 ℃ 125 

5 电力供应 

5.1 
0.38/0.22kV 进线电源(由装置内变电所提

供) 
  

5.2 供电形式  AC/3 相 4 线/中线接地 

5.3 电压 V 380±7%；220+7%，-10% 

5.4 频率 Hz 50±1% 

3.2.3 主要物料性质 

主要物料性质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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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主要物料性质表 

序

号 

物料名称

及组成 

状

态

密度 

kg/m3 

粘

度 

cp 

沸点 

℃ 

凝固

点 ℃

闪点 

℃ 

爆 炸 极 限 

%(V) 
火灾 危

险性类

别 

备注
下

限 
上限 

1 苯 液 874 0.9 80.09 5.5 -11 1.2 7.8 甲B 
难溶

于水

3.2.4 储罐情况表 

化工一厂输转车间常压罐区拟新建一套油气回收装置，储罐情况见表 3-4。 

表 3-4 储罐情况表 

序

号 
储罐位号 

储存物料

名称 

容积

m3 

进料量

m3/h 

大呼吸 

V1 m
3/h

小呼吸 

V2 m
3/h

储罐类型 
是否有

氮封 

输转车间常压罐区油气回收装置 

1 AV-3221A 苯 1000 
30 30 9.20 

内浮顶 是 2 AV-3221B 苯 1000 

3 AV-3222 不合格苯 1000 53 53 4.60 

注：常压罐区实际最大排放量为 96.8m3/h，设计按 100m3/h 设计，倒罐量包含在内，按不同时

操作考虑。 

3.2.5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详见表 3-5。 

表 3-5 处理气体状况数据表 

处理油气种类 苯 

气体来源 化工一厂输转车间常压罐区（二） 

安装环境 室外 

油气入口温度℃ 20~50 

油气入口压力 kPaG 0 

油气入口浓度 g/m3  
苯：20~550 

NMHC：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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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处理气体状况数据表 

油气出口浓度 mg/m3 苯：≤4   

非甲烷总烃 去除率≥97%且≤120mg /m3 

最大流量 96.8m3/h 

最长作业时间 8760h 

 

3.3 标准、规范和规定 

3.3.1 油气回收处理装置的设计、材料采购、制造、供货、检验、试验、供货运输、

现场安装、投产运行等都遵循以下标准、规范的最新版本，包括但不限于下属标准、

规范： 

     1）工艺、设备、安全设计规范 

《石油化工钢制压力容器》                               SH/T3074-2007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75-201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8-200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200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7-2014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SH3097-200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 

《化工装置设备布置设计规定》                          HG/T 20546-2009 

《油品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设计规范》                   GB 50759-2012 

《油气回收系统工程技术导则》                           Q/SH0117-2007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                       SH/T3007-2014 

《压力容器涂覆与运输包装》                              JB/T4711-2003 

《油气生产用配套往复式压缩机规范》                          API 11P  

《石油、化学和气体工业用轴流、离心压缩机及膨胀机-压缩机》 JB/T 6443-2006 

《石油、化学和气体工业用轴流、离心压缩机及膨胀机-压缩机》SY/T 6651-2006 

《石油、化学、天然气工业用往复式压缩机》              SY/T 66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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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用机泵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007-2014 

     2）环保规范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200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SH3024-1995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50087-2013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钢制压力容器》                                          GB150-1998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2007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                    环监【1996】470号文件 

     3）工艺及公用工程管道设计规范 

《石油化工管道设计器材选用规范》                         SH3059-2012 

《石油化工有毒、可燃介质钢制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H3501-2011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2008版）                       GB50316-2000 

《化工配管用无缝及焊接钢管尺寸选用系列》            HG/T20553-2011 Ib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                          HG/T 20592-2009 

《钢制对焊无缝管件》                                     SH3408-2012 

《输送流体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14976-2012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8163-2008 

《钢制对焊无缝管件》                                  GB/T12459-2005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                     GB50264-2013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SH/T3010-2013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规范》                      GB50126-2008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设计规范》                SH/T3022-2011 

《石油化工设备管道钢结构表面色和标志规定》             SH/T 3043-2014 

     4）仪表设计采用的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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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自动化仪表选型设计规范》                     SH/T3005-2016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2014 

《石油化工仪表管道线路设计规范》                       SH/T3019-2016 

《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                           SH/T3081-2003 

《石油化工仪表供电设计规范》                           SH/T3082-2003 

《自控设计安装材料编制导则》                            SHB-Z07-2001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50493-2009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4208-2008 

     5）电气设计采用的规范和标准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GB3836.1 -2010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201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防爆通风机》                                              GB26410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21-2016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NB/T47003.1-2009 

注：上述标准有冲突时，以其中最严格者执行，按签订协议时最新版本为准。 

3.3.2  其他 

油气回收装置应符合与安全、环保、健康、消防等相关国家标准； 

上述标准中不包含的部分采用技术来源国标准或国际通用标准，由卖方提供，

买方确认； 

如上述标准均不适用，买方和卖方讨论确定； 

设备和材料执行设备和材料制造商所在国标准； 

建筑、结构执行相应的行业标准； 

上述标准有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4 工艺说明 

4.1 设计目的 

本油气回收装置用于处理化工一厂输转车间常压罐区含苯挥发油气，使其达标

排放，并回收冷凝的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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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艺技术 

本油气回收装置采用冷凝+吸附（二级）的组合工艺。 

4.3 工艺简述 

储罐呼吸气通过罐顶调节阀、阻火器、止回阀，经由分支收集管线汇入主油气

管线，常温油气沿主油气管道，经由防爆风机（回收设备内置）送入油气处理装置

的冷凝单元，风机和装在油气主管上的压力传感器联锁，根据排气量的大小自动变

频运行。 

油气直接进入回热交换器与冷凝处理后的气体进行回热交换后继续进入冷凝单

元进行多级冷凝：先经预冷器被冷却至6～8℃，冷凝出部分苯和水，然后进入一级

冷凝箱被冷却至-25℃，再析出一部分苯和水（以结晶形式附着在换热管上），再进

入第二级冷凝箱被冷却至-75℃，进一步析出一部分苯和水（以结晶形式附着在换热

管上），至此大部分的苯组分被冷凝液化析出，分离出苯后的低温贫油气体再回到回

热交换器进行回热交换，温度回升到接近常温，至此，完成了气路的冷量回收利用。

同时，每一级冷场出油管路上均设有利用制冷系统压缩机排出的过热蒸汽将油温升

至冰点以上的油冷回收装置，解决了油冷回收问题，且每一级出油管不会产生冰堵

或凝结现象。设备制冷系统的所有制冷量全部用于克服油气从气态变为液态的汽化

潜热，无多余的冷量浪费。采用双气路可切换设计。 

未被冷凝处理的低浓度油气中苯系物含量不超过400mg/m3，当一级吸附的处理

效率为99%时就能达到环保要求，为了应对由于系统故障造成进吸附装置的苯蒸气

含量偏高的风险，本方案吸附系统采用两级吸附，由三个吸附罐组成。第一个吸附

罐处于“一级吸附”工作状态，第二个吸附罐处于“二级吸附”工作状态，第三个

吸附罐则处于“脱附”状态。油气进入一级吸附时，油气中的绝大部分有机物被活

性碳吸附住，出口气体再经过二级吸附，油气中的剩余有机物被活性碳完全吸附住，

达标尾气则直接穿过碳层，通过排气筒（排气筒高度≥15m）排入大气中。当“吸

附”碳床接近饱和状态时，“吸附”碳床转入“脱附”状态，与此同时，原“脱附”

碳床已再生完毕而转入油气吸附状态。三个吸附罐的切换是通过PLC控制系统来完

成的，以保证对源源不断进入装置的油气进行回收处理。 

为防止在非输送期间，储罐内的物料倒流进回收设备，设置有防倒流系统，包

括双重防止倒流的措施。装置内设有气液分离系统，冷箱的出油通道一旦冰堵，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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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的物料在风机的驱动下随尾气一起进入气液分离系统，被分离后能顺利进入集

液罐，防止进入下游吸附系统后造成吸附剂中毒。 

油气回收装置设冷凝液体输送泵，将回收凝液输送至不合格苯储罐（AV-3222）。 

4.4 设计要求 

4.4.1 装置安装地冬季温度低，需考虑冬季油气回收装置的伴热，伴热介质为热水； 

4.4.2 油气回收装置入口应设置气液分离罐； 

4.4.3 油气回收装置输送含苯尾气的风机应可变频调节，并与油气主管上的压力传感

器联锁，风机根据排气量的大小自动变频运行，并能根据总管压力实现自动启停； 

4.4.4 油气回收装置的冷凝机组内废气冷凝温度最低温度应能达到-75℃，冷凝机组

出口苯系物的浓度应≤400mg/m3；  

4.4.5 油气回收装置设冷凝液体输送泵，将回收凝液输送至不合格苯储罐（AV-3222）。

输送泵选型入口考虑汽蚀，扬程 25m，输送泵出口还需设单向阀和电动切断球阀； 

4.4.6 油气回收装置需成套配置排气筒，且排气筒高度距地面不应低于 15m。 

4.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规定 

4.5.1 设备和管道保温材料采用离心玻璃棉，保冷材料选择聚氨酯泡沫制品； 

4.5.2 保温设备及管道的外保护层采用铝合金薄板，主要辅助材料绑扎铁丝采用镀锌

铁丝。 

4.5.3 人身防护 

在不同管径、不同温度下材质厚度等级均采用30mm高温离心玻璃棉。 

4.6 设备及管道涂漆设计规定 

4.6.1 材质选用及设计规定 

涂漆材料及选用见表4-1，本表不适用于管道的内部涂料防腐和衬里。 

表 4-1  设备及管道外表面涂漆选用规定 

代号 使用场合 表面处理 除锈、防腐涂漆 
涂层总厚度

（μm） 

P-1 
不保温碳钢、低合金钢 

t≤120℃ 
St3或 Sa2.5

底漆：环氧漆  涂层厚度：75μm 

中间漆：环氧漆  涂层厚度：115μm 

面漆：聚氨脂漆  涂层厚度：50μm 

≥2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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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设备及管道外表面涂漆选用规定 

代号 使用场合 表面处理 除锈、防腐涂漆 
涂层总厚度

（μm） 

P-2 
不保温碳钢、低合金钢 

120℃＜t≤400℃ 
St3 或 Sa2.5

底漆：无机富锌防腐底漆 

涂层厚度：≤50μm 

中间漆：有机硅耐热漆 

涂层厚度：25μm 

面漆：有机硅耐热漆 

涂层厚度：25μm 

≤100μm 

P-3 
保温碳钢、低合金钢 

t≤120℃ 
St3 或 Sa2.5 底漆：环氧漆  涂层厚度：200μm ≥200μm 

P-4 
保温碳钢、低合金钢 

120℃＜t≤400℃ 
St3 或 Sa2.5

底漆：无机富锌防腐底漆 

涂层厚度：≤50μm 
≤50μm 

P-7 
保冷低温碳钢、低合金

钢 
St3 或 Sa2.5 底漆：冷底子油 涂层厚度：80μm ≥80μm 

P-8 
保冷低温碳钢、低合金

钢（制造厂涂漆） 
St3 或 Sa2.5

环氧酚醛树脂漆 

涂层厚度：200μm（两道） 
≥200μm 

注（1）一般情况下 t 值按操作温度考虑，带有衬里设备和管道 t 值按设计壁温考虑。 

（2）除 P-7 外，St3 仅用于局部修补。 

  （3）卖方应根据涂漆季节提供环氧漆的冬季、夏季及常温配方，供工程根据施工季节选用（常

温：5℃~40℃；冬季：-5℃~10℃；夏季：25℃~40℃） 

4.6.2  工业管道涂色规定 

本装置涂色执行《石油化工设备管道钢结构表面色和标志规定》SH/T3043-2014，

并最终由买方确认。 

5 技术要求 

5.1 总的技术要求 

卖方应根据本技术规范要求，提供完整的油气回收系统的基础设计和详细设计，

并对整个系统的设计、材料采购、制造、组装、图纸、资料的提供、检验和在不同

场所进行的试验负有全部责任； 



大庆石化公司化工区储罐 VOCs 治理项目油气回收装置技术询价书 

 14

卖方提供的油气回收装置的设计和制造应充分考虑实际工作条件、气候和环境

条件； 

卖方要提供防止尾气泄漏的安全措施；系统检修、运行措施；冬季运行防冻措

施；冷凝机组应考虑自动除霜功能等技术措施及其它卖方认为有必要说明的技术措

施。 

油气回收装置至少应满足以下总的技术要求： 

1）采用先进、成熟、可靠的技术，造价要经济、合理，便于运行维护； 

2）所有的设备和材料应是新的和优质的； 

3）机械部件及其组件或局部组件应有良好的互换性； 

4) 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 

5) 观察、监视、维护简单； 

6) 全自动运行，现场无需人员值守； 

7) 节省能源和原材料； 

8) 装置应能快速启动投入，在负荷调整时有良好的适应性，在运行条件下能可

靠和稳定地连续运行，并能适应罐区尾气排放负荷变动； 

9）装置的调试、启/停和运行应不影响罐区的正常工作。 

10）油气回收装置必须采用橇装式设计，占地面积要小，要保留适当的检修空

间，撬装设备要有防护外罩； 

11）吸附温度受到多重控制，温升控制在 5-15℃，吸附系统最终温度不高于

55℃。 

12）油气回收装置必须按防爆要求采用安全防爆设计，确保装置安全运行，

没有安全隐患； 

13）防爆等级： dIIBT4； 

14）生产类别：甲类；爆炸危险区域：2 区 

15）防护等级：用电设备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5，其中电机防护等级为 IP55，

仪表防护等级为 IP65； 

16）设备、管道和阀门考虑静电影响，应做消除设施。 

17）管道接口条件：所有接口采用法兰连接，连接法兰采用 HG/T20592-2009B，，

WN/RF，含苯物料法兰等级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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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电气、仪表接口要求 

电气接口要求：油气回收装置成套提供电控柜，双电源进线，具有自动切换功

能。分界线为成套电控柜进线端子处。成套电控箱及其馈出部分（即出线电缆、保

护管、回收装置内设备接地等）均由供货商供货、安装及调试。 

仪表接口要求：所有仪表与管道及设备相连要求法兰连接，压力液位仪表要配

根部阀；所有远传仪表电缆出线口要求 1/2NPT(F)，电缆敷设要求配防爆电缆密封

接头、不锈钢金属挠性管、穿线管等全封闭敷设方式。 

19）油气回收装置的冷凝机组要求自带除霜装置，可以保证装置连续运行。并

根据苯类尾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装置 24 小时全天候连续运行，不会在运行过程中

出现管道冻堵现象； 

20）油气回收装置的冷凝机组设计寿命不低于 10 年（吸附剂寿命要求至少 10

年，脱附时吸附剂再生率要求达到 97%以上），其中静设备的使用寿命不低于 20 年；

整套机组检修时间为：全年运行，大修每三年一次； 

21）制冷剂应选用绿色环保型； 

22）油气回收装置应能够全天候全自动连续运行收油，通过设备处理的气体满

足排放率和排放值满足国家相关环保要求及表 5.1-1 要求。 

尾气排放浓度和去除率符合《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

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的规定。 

表 5-1 处理后废气排放口要求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有机废气排放口 执行标准 

1 苯 4mg/m3 GB31570-2015、 

GB 31571-2015 

 2 非甲烷总烃 
去除效率≥97%，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120 mg/m3 

5.2 工艺技术描述 

针对苯系物废气，本项目要求采用“冷凝+吸附”组合工艺来回收处理，冷凝机组

采用多级连续冷却方法降低油气的温度，将油气的不同组分分级冷凝为液态，冷凝

下来的液态油品输送至其内置的集油罐中。未被冷凝处理的低浓度油气经油气加热

器加热后进入吸附处理单元。吸附系统采用两级吸附，油气进入一级吸附时，油气

中的绝大部分有机物被活性炭吸附住，出口气体再经过二级吸附，油气中的剩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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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被活性炭完全吸附住，达标尾气则直接穿过炭层，通过排气筒排入大气中。 

油气回收装置必须满足如下运行特性： 

1）应能适应 0~110%工况之间的任何负荷。而且装置必须能够在尾气排放浓度

为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任何点运行。 

2）整套系统及其装置应能够满足系统的启动、正常运行监控和事故处理应实现

完全自动化。 

3）设计选用的材料必须适应实际运行条件，包括考虑适当的腐蚀余量，特别是

使用两种不同钢材连接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并征得买方同意。 

4）油气冷却及防汽路冰堵系统 

系统具有 3 个以上成熟冷场，采用双气路冷凝设计： 

前级预冷温度为+3℃—+6℃（苯：+6℃—+10℃）； 

第一级温度为-20—-30℃； 

第二级温度为-70—-75℃； 

且每一级设有自动除霜装置，设备能连续全天候运行，实现设备无人值守。 

5）输油系统能全自动将收到的油顺利输入用户的大型储罐中，且有全自动防止

用户大罐中油倒流的装置。 

6）油冷回收系统 

系统有成熟的油冷回收系统，油品离开设备冷场进入集油罐时，以常温状态出

现，有效防止出油管路产生冰堵。 

7）吸附材料寿命 

详细阐述如何保证毫克级达标措施合理性，满足运行要求。吸附材料的使用寿

命达 10 年以上。 

8）吸附罐的安全性保证 

吸附罐前端连接在冷凝机组上，冷凝机组整体在低温下运行，安全可靠；吸附

罐尾气排放端装有阻火器，确保安全。 

5.3 工艺系统要求及说明 

1）油气回收装置按甲类装置设计，有特殊要求的设备、配管等工艺要求的要注

明。设备布置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要求卖方提供整套设备的平面布置图，卖方

应在标书中提交油气回收装置的占地面积及对安装检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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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制造供货方提供的转动设备、其他机械和成套设备所带的电气和仪表部分

要和本询价书所提出的标准一致。 

3）油气回收装置的冷凝系统要求自带除霜系统，可以保证装置连续运行。并根

据苯类尾气的特点，采取双管路等措施保证装置 24 小时全天候连续运行，不会在运

行过程中出现管道冰冻现象，若此措施有重大瑕疵者，将被否决取消资格。 

5.4 设备设计要求 

1）卖方应提供装置中每台设备的选型的计算书和图纸。 

2）由卖方供货的设备结构先进、可靠，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正常操作条件

下，能全面保证按着合同规定的生产能力进行长期、安全、稳定、连续运转。卖方

供货的设备，卖方需向买方提供设备安装要求。 

3）卖方供货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所采用的标准规范，必须符合本询价书的

中的规定。所有设备的特殊要求必须在图样上说明。若与所引用标准条款上有矛盾

时，原则上按严者执行。 

4）设备能够全天候全自动连续运行收油，通过设备处理的气体排放率满足国家

相关环保要求。提供石化行业处理苯、甲苯和二甲苯的油气回收装置的满足现有规

范标准的毫克级检测报告。 

5）卖方需考虑事故状态下紧急卸放设施，并提供说明。 

5.5 仪表和控制系统要求 

5.5.1 控制系统要求 

油气回收装置不设置独立的控制室及控制系统，由供货方成套提供可编程序逻

辑控制器（PLC）完成其内部控制，并能实现与原系统进行通讯。仪表位号、电缆

号及接线箱号编排原则应满足买方项目统一规定要求。 

5.5.2 仪表系统要求 

1）仪表的防爆等级应满足所在防爆区域的要求。原则上，选用隔爆型

（ExdIIBT4）。所有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PLC 机柜需要防爆。 

2）现场接线箱应为防爆接线箱(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防爆等级不低于

（ExdIIBT4）。 

3）远传信号仪表首选变送器类仪表，输出标准信号 4~20mA 带 HART 协议，

尽量避免采用开关类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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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执行机构相连接的气动信号管线及其管阀件等采用 304 不锈钢材质，一般

采用双卡套连接方式； 

5）变送器引压管选用 Φ12、304 不锈钢材质、卡套连接。 

6）现场一般仪表的选型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的标准和规定。 

7）现场仪表卖方的名单应经设计院和买方同意。阀门附件要求采用进口品牌。

PLC 系统采用进口品牌。所有仪表的卡套接头使用思伟洛克或同档次品牌。提供所

选仪表的检验合格证及检定证书。 

8）所有仪表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 

9）现场仪表及 PLC 控制系统选型应满足当地环境温度（-39.3~65℃）要求，适

当采用保温伴热措施。 

10）PLC 带与现有 DCS（PLC）系统的通讯接口，支持 RS422/485 通讯，PLC

至少预留 1 个 DI 点，用于远程急停。至少预留 1 个网络接口，用于 GPS 时钟同步。

要求供货方出控制逻辑说明及联锁逻辑图并完成组态，并提供组态原程序及备份。 

11）卖方提供可燃及有毒气体报警器，数量及位置应符合相关标准并提供检定

证书。 

12）要求所有仪表带不锈钢铭牌。 

13）现场仪表供电必须选择 24VDC 供电，气动阀门的电磁阀选用 24VDC 低温

低功耗型。 

5.6 电气系统要求 

1）现场成套电控箱应为防爆型。(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防爆等级不低于

ExdIIBT4)。 

2）现场成套箱的选型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的标准和规定。 

3） 现场成套箱内电气元器件的名单应经设计院和买方同意。采用进口合资品

牌。 

4）现场成套箱的安装位置应便于电缆进出线，采用下进下出，满足安装及检修

空间的要求。 

5）现场成套箱及电气元器件的选型应满足当地环境温度（-39.3~65℃）要求，

采取相应措施。 

6）供货商提供现场电控箱所需供电容量及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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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控制柜和电器柜均安装在装置内，采用防爆设计，厂家应根据撬装设备容量

及供电距离核算电源电缆进线口规格及数量。 

5.7 土建要求 

卖方应提交卖方供货范围内的土建基础设计，包含钢结构和基础等基本信息，

其深度应满足详细设计阶段设计工作的要求。 

5.8 安全卫生要求 

确保装置的安全措施、操作人员的工作条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方、

企业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5.9 环保要求 

 “三废”的产生量应为该工艺技术最先进的产生指标，确保“三废”排放满足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方、企业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6 设计分工和供货范围 

6.1 设计分工 

供货方的界区范围为装置撬块，供货方负责撬块内的工艺、设备、管道、电气、

自控、保温、防腐等设计。 

6.1.1 土建 

供货方责任-----供货方提供装置撬块的土建基础条件，并在撬块安装前进行基

础的验收。 

6.1.2 工艺 

供货方责任-----供货方的界区范围为装置撬块管道接口法兰，包括撬块进出口

管道上必要的阀门、阻火器、温度、压力、流量仪表及取样口等，供货方在界区交

接管道分界处预留法兰接口提供配对法兰及紧固件。供货方负责撬块内配套管线的

设计，且负责给买方提供界区管道接口的条件。 

6.1.3 自控系统 

油气回收装置不设置独立的控制室，由供货方成套提供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LC）完成其内部控制，并能实现与 DCS 系统进行通讯。 

6.1.4 电气系统 

油气回收装置不设置独立变电所和配电室，设备用电由化工一厂厂区内的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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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配电室直接供给至回收装置成套电控箱，分界线为成套电控箱进线端子处。 

6.1.5 调试 

卖方负责油气回收装置的调试并配合买方安装。 

6.1.6 分析化验 

在油气回收装置入口、吸附系统前后设置采样口及采样设备。 

6.1.7 油气回收装置附件要求 

1）油气回收装置应设置事故紧急排放管，事故紧急排放管可与油气回收装置尾

气排放管合并设置，并采取阻火措施。 

2）油气回收装置入口要求厂家自带防爆轰型阻火器，阻火器压降不应大于

100Pa。 

3）油气回收装置入口要求厂家自带引风机、流量表、温度计和压力传感器，压

力传感器与引风机联锁；根据油气收集管路和油气成套装置布置位置，合理设置取

压点，同时考虑引风机配置和参数设置，保证油气收集系统的油气正常输送至油气

成套装置。 

4）油气回收装置输油时，采用机泵输送的方式进行，泵的流量请厂家根据单次

回收的油品量核算，根据接收回收油储罐位置，合理设置泵参数，实现油品输送至

回收油储罐。 

5）油气回收装置进气口及排气口按规范设计设置检测口及采样平台，检测油气

排放是否达标。 

6.2 供货范围 

6.2.1 油气回收装置撬块的供货范围件表 6-1。 

表 6-1 供货范围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单位 备注 

1  油气回收装置 油气回收装置成套供应 1 套  

2 开车备品备件    

3 随机专用工具    

其中，油气回收装置包含设备主体（冷凝单元、吸附单元）、排气筒、仪表及安装材料、仪

表气源及保温伴热材料、仪表电缆及敷设材料、电气成套控制柜及出线电缆保护管、可燃及有

毒气体报警器、阀门、管材管件、防腐等所有配套设备及材料；DCS 程序要求卖方出控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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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并完成组态，并提供组态程序备份。 

6.2.2 主要设备清单见表 6-2。 

表 6-2  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及材质 单位 数量 制造厂及原产地

1 引风机 台  

2 压缩机 台  

3 换热器 台  

4 吸附罐 台  

5 气液分离罐 台  

6 真空泵 台  

7 输油泵 台  

8 集液罐 台  

9 成套电控箱 台  

10 ……  

11 ……  

6.2.3 备品备件清单如下（需卖方补充完善） 

表 6-3  随机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 

序号 项目 规格 单位 数量 制造商 产地 

1  ……      

2  ……      

3  其它      

注：调试期间的备品备件由卖方提供，备品备件需由买方确认。 

 

表 6-4  工程质保期满后 2 年内运行备品备件 

序号 项目 规格 单位 数量 制造商 产地 

1  ……      

2  ……      

3  ……      

4  ……      

注：投标方推荐并分项报价（不计入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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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图纸和手册 

卖方应提供至少以下所列的数据，文件和图纸： 

a）卖方应提交工艺流程图（PFD，包括物料组分）及管道及仪表流程图（PID）； 

b）应提供操作和维护手册，手册信息应包括开车，运行，停车程序说明。维修

内容应包括有制造商的部件编码的零部件清单，发现并维修故障程序以及润滑油要

求。操作和维修手册应至少在设备装运一个月前提供； 

c）设备选型的计算书和图纸，压力容器合格证及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d）自控专业需要提交图纸，包含如下：仪表索引、仪表规格数据表、仪表安装

图、联锁逻辑图、I/O 清单、电缆表、PLC 柜内布置图、PLC 机柜外部接线图、PLC

配电图、接地系统图。 

e）电气专业需要图纸如下：成套电控箱安装位置图、箱面布置图、电控箱系统

图及控制原理图、电缆表、动力配电图、接地端子图。 

6.4 测试 

a）卖方应准备由卖方或工厂出具的检测报告。所有的报告应在包装运到现场前

提供给买方。 

b）在现场设备建成系统启动后，应提供设备性能测试。 

6.5 技术交流时需提交文件 

为满足前期工作需要，油气回收装置供货方技术交流时需要向吉林设计院提交

下列（不限于下列文件）： 

a）供货清单。 

b）设备布置图。 

c）辅助原料、公用工程的消耗。 

d）I/O 点数。 

e）工艺说明及 PI&D。 

f）设备表（设备位号、名称、规格、材质）。 

6.6 工程进度 

供货日期以商务合同为准。 

卖方负责将油气回收装置运输至买方指定地点。油气回收装置按照整体撬装设

计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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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装运输 

a） 运输前所有部件应清除锈斑，污垢及其他污物。 

b）在运输和贮藏期间，法兰端、螺纹端或焊接端应使用塑料、金属或木制品覆

盖以保护垫片密封面，螺纹口或焊接坡口及其内件。 

c） 为了防止运输期间的对产品的损害，应对每个部件进行适当的固定和保护。 

d） 所有被单独运输的材料应有相应的标签或标记表示位号或材料名称。 

e） 买方要求提供的备件应单独包装。 

8 培训及技术服务 

8.1 培训 

卖方负责免费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对业主操作人员进行现场技术培训，以便使

买方操作人员熟练掌握该设备的操作和维护使用方法，现场技术培训时间一周，由

卖方提供培训资料。 

8.2 技术服务 

1）卖方严格按照交付进度提供技术资料和设备。 

2）为保证设备安全、正常投运，卖方应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工程建设现场

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包括工程配合、施工安装监督、指导设备调试。 

3）卖方保证负责设备在运输、安装、调试和试运行等过程中损坏或有缺陷的组

件或零部件的修理、更换。 

4）在设备使用期间，凡发生的质量问题，卖方及时地提供买方提出的技术服务

要求。油气回收装置的质量保证期为设备安装调试并且考核验收合格后 12 个月。质

量保证期内出现设备质量故障或由于卖方质量引起的事故，由卖方免费修理、更换

和承担相应责任。 

5）卖方服务人员的一切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它包括诸如服务人员的工资

及各种补助、交通费、通讯费、食宿费、医疗费、各种保险费、各种税费。机组运

行过程中，若发现问题，供方承诺 24 小时给予答复，48 小时服务人员到达现场。 

6）卖方现场服务人员的目的是使所供设备安全、正常投运。卖方要派合格的现

场服务人员。如果此人日数不能满足工程需要，供方要追加人日数，且不发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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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性能考核 

性能考核是单元运行正常、公用工程运行稳定、各项性能考核工作等准备就绪，

可以进行性能考核的前提下进行。性能考核由买方组织，在卖方支持、指导下，按

照操作手册和性能考核方案进行。 

性能考核应能满足本询价文件中的设计和技术要求。 

具体考核方案由买卖双方共同商定。 

10 检验和试验 

a）产品出厂前须按照国家和部委以及制造厂的标准进行检验和试验，卖方应测

量和记录相关数据并提供检验和试验报告； 

b）在产品制造前/期间/完成后，在所有可靠的时间和地点，全部设备和材料应

允许买方或用户或买方的代表进行检查； 

c）卖方需提前一周通知买方或承包商派有关人员到现场参加关键设备的检验和

试验工作；买方的检查人员有权进入卖方及其设备供应商的设备检测和测试的车间。 

d）只有当所有的设备及其部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和标准，并得到业主认可后才

能发货。 

e）所有的试验和检测都将提供证书和报告。 

f）买方检测人员不在场的试验和测试文件需提交买方检查。 

10.1 验收 

1、设备在验收出厂前质量证明文件应齐全，至少包括以下部分：设备图纸、产

品合格证、设备说明书、防爆合格证。设备说明书至少包括：设备性能参数、设备

主要零部件表、设备操作维护说明。资料需提供一正五副共六份。 

2、在完成安装调试后，买方将在卖方的指导之下，按其要求的程序进行试运转,

由买方的职员进行操作, 并进行所有必要的试验来证实设备情况良好符合本规范书

要求，在试验后，设备交付买方作正常运行使用。 

3、验收项目： 

a、油气处理能力：0～110m3/h 

b、制冷系统可使油气温度降至：-70～-75℃； 

c、尾气排放浓度和去除率符合《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和《恶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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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规定。 

d、在油气回收入口以及吸附罐进口、出口取样，经环保监测站检验合格。 

e、设有油品流量计，监测油品回收效率。 

f、调试运行合格后，保运一个月以上，同时需经过冬季运行考核。 

压力容器制作和检验按照 GB150 和其它技术规范要求，并由压力容器制造地

质量管理部门出具检验证明文件。机组出厂前应进行全速满负荷（或降速）试验，

按 ISO 标准进行。组装和试验期间买方将派员参加试验验收，卖方当场提供试验数

据和资料。 

对装置的关键部件应进行材料试验和探伤检查，并提供报告。 

控制系统应按国家标准和有关行业标准进行各项测试。 

机组安装后由买方进行验收和考核试验，试验标准和方法由供需方商定。 

11 偏差 

卖方应在技术文件中列出偏差表。 

12 标书的要求 

供货方的标书中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1）油气回收技术全面描述，包括典型的 P&ID 等。 

2）设计基础 

3）油气回收装置应用的标准规范，包括设备、机械、管道、仪表、电气和环保等。 

4）公用工程的消耗清单，包括水、电力、仪表空气等。 

5）油气回收装置平面布置图，包括主要尺寸、设备名称和位号，占地面积等。 

6）设备一览表和设备相关信息（功能描述、操作压力&温度、停留时间、主要尺

寸、数量、重量、材料、衬里、分包商等）。 

7）基础设计提交的文件。 

8）最终提交的文件。 

9）工作范围和供货范围。包括图中标明界区线和供货范围的 P&ID。 

10）设计分工。 

11）性能保证。 

12）典型的检验和试验计划 

13）典型的包装和运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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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偏差 

15）联系方式 

16）苯类油气回收装置的业绩表（具有冷凝+吸附工艺苯类油气回收系统成功运行

至少一年以上的业绩）。 

17）其它必须注明的内容 


